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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 月 14 日袁郝庄乡召

开 7 月份扶贫工作联席会议袁 机关

干部尧 各村工作队长和各村第一书

记参加会议遥
会议对近期扶贫工作进行了安

排袁 一是工作队要及时更新帮扶手

册和政策牌袁 要求帮扶人入户与贫

困户进行信息核实曰 二是贫困村尽

快交回双月评议资料曰 三是各工作

队要尽快补齐短板袁加强消费帮扶尧
技能培训尧产业就业帮扶等遥

乡党委副书记尧乡长席枫要求袁
一是认识上再提高遥 全乡上下要在

思想上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袁 工作上

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担当袁 充分认识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袁加强精准扶贫工作的组织领导袁
强化责任落实以坚决的态度尧 正确

的方法尧有效的行动袁奋力开创精准

脱贫工作新局面曰 二是任务上更明

确遥各村尧扶贫工作队要明确当前脱

贫任务袁中央尧省尧市尧县的要求袁在

精准推进上下实功尧 在精准落地上

见实效袁抓好责任落实制度袁提高产

业扶贫推进速度曰 三是合力上再聚

焦遥 要强化大局意识尧服务意识袁牢
固树立野一盘棋冶思想袁既要各司其

职尧各负其责袁又要密切配合尧通力

协作袁形成强大的工作合力曰四是基

础上再夯实遥要对当前工作再梳理袁
再完善袁再提高袁特别是要进一步夯

实工作的基础袁 提升精准脱贫工作

整体水平遥

ZONG HE
综 合

本报讯 7 月 13 日袁南樊镇开

展野一户一档冶资料展评暨交叉检查

活动遥全镇 16 个工作队队长和联络

员尧2 个驻村工作队队长参加活动遥
活动中袁 扶贫专干杨赵霞就检

查流程及注意事项进行了讲解遥 各

工作队按照顺序依次进行交叉检

查遥并针对共性尧个性问题进行了现

场交流指正遥

该镇党委书记张维华要求袁一
是交叉检查重在整改遥 要严格按照

户级资料清单袁做到收集齐全尧整理

规范尧存放有序尧利用便捷的原则袁
实现每户贫困户档案资料规范化尧
具体化尧 标准化袁 使其达到一目了

然尧应有尽有的程度遥二是村级资料

及时更新遥 要按照贫困村和非贫困

村的资料清单袁 对照五大类逐项整

理到位遥三是立即行动及时整改遥对

这次交叉检查发现的问题袁 各工作

队要针对实际找出的问题袁 做到即

知即改袁查缺补漏袁利用一周的时间

全部整改到位遥
镇党委副书记尧 镇长王张波参

加活动遥

宽阔的道路袁壮美的牌坊袁整洁的街

巷袁碧绿的藕地袁成片的菜地袁如织的旅

客袁重新显现出野小江南冶美景袁这是绛县

横水镇乔寺村近年来大搞新农村建设呈

现出的新气象遥
乔寺村地处涑水河畔袁有史以来地肥

水美袁野三面荷花一面柳袁 多条水渠绕村

走冶袁素有野小江南冶之称遥 多年来袁因各种

原因袁水竭渠填袁莲池绝迹袁产业枯萎袁民
心焕散袁经济滞后袁蜕变成谁提起谁头痛

的野烂杆村冶袁2017 年袁长期在外经商的张

占群回村挑起村委主任的重担袁团结带领

野两委冶袁攻坚克难袁砥砺前行袁使该村扶贫

攻坚尧环境卫生尧乡村旅游尧产业发展等各

项工作齐头并进袁 村容村貌焕然一新袁受
到村民交口称赞遥

党建引领增活力
乔寺村以前有 54 名党员袁 因年龄结

构偏大袁疏于管理袁少数党员思想退化袁觉
悟落后袁软弱无力遥 2008 年以来袁村党支

部从整顿党组织入手袁 恢复一会三课制

度袁组织全体党员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讲话精神袁到县爱国教育基地廻

马岭接受革命传统教育袁 重温入党誓词袁
与每个党员签订 野争做新时代合格党员冶
承诺书袁组织全体党员开展野办实事袁树形

象冶主题活动袁经常组织党员开展清扫卫

生袁栽植树木尧致富等义务劳动袁发其挥模

范带头作用袁使村党支部的凝聚力和党员

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得以充分发挥遥 70

多岁的老支书吴英奎不顾年老多病袁主动

请缨担任村财务监督组组长袁把村里的财

务收支一清二楚袁还干部一个清白袁给村

民一个明白遥该村党支部还培养多名年轻

的村组干部和先进青年入党袁使党组织活

力倍增遥

拔掉穷根促民富
2017 年袁村两委通过精准识别袁全村

建档立卡的贫困户有 31 个袁 贫困人口

103 人遥 在县镇扶贫工作队配合下袁村党

员干部深入到贫困户家里袁 帮助清扫院

子袁打扫卫生袁擦拭窗户袁更换玻璃袁促膝

聊天袁嘘寒问暖袁切实让贫困户感受到了

党和政府的关心和温暖遥同时袁采取野集体

会诊袁因户施策袁责任到人冶的办法袁逐一

对全村建档立卡的贫困户的劳力结构尧致
贫原因尧 发展潜力等情况进行了认真分

析袁然后对症下药袁帮助逄六保尧周景华等

贫困户种植樱桃袁帮助乔新虎尧刘根旺等

贫困户种植中药材袁帮助孙元元等贫困户

搞起生猪养殖袁帮助贾锁尧刘兴忠等发展

肉羊圈养袁做到户户有项目袁人人有钱赚遥
对那些自身发展潜力不足的贫困户袁则积

极鼓励其与他人合作袁或采取托养分红的

办法袁增加收入袁脱贫致富遥还为常年在外

打工的阎立立等 7 户申请了每户 1000 元

务工补助遥 到 2019 年底袁全村 31 户袁103
个贫困人口全部摘掉穷帽遥

荷映碑楼辟景点
乔寺村珍存的清道光年间建造的碑

楼系全国最大的旌表建筑袁 为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袁 早年其周围分布着成片

的荷花池袁为当地一大景观遥 2018 年春袁
为恢复发展乡村旅游业袁 村两委配合上

级文物部门斥资 20 多万元对碑楼进行

修缮袁又多方筹资 50 多万元袁流转了 20

多位村民的责任田袁 在碑楼前扩修了广

场袁增设了体育器材袁还在周围开挖了 50
余亩荷花池和水上乐园遥 春夏之际袁这里

绿波荡漾袁水光潋滟袁重现野荷映碑楼冶的
美景袁不仅为村民休闲娱乐的好场所袁每
天都有周边众多游客慕名前来观光游

览袁 每年可为集体和村民增加综合收入

20 多万元遥
调整结构建菜地

村民耕种土地以种植小麦尧 玉米为

主袁除去投入所剩无几遥 为生活计袁大多数

村民只得外出打工袁养家糊口遥 今年 4 月袁
村两委组织部分干部和村代表到闻喜县

桐城镇尧后宫乡等地参观联系袁聘请山西

绿生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来实地考察袁以
每亩年 /550 元的价格袁在本村流转了 500

余亩粮田袁建立起蔬菜种植基地袁小麦一

收割袁该公司适时在该村新建了十多个育

苗大棚袁进行生菜尧萝卜等应季蔬菜和育

苗袁 所用员工全部雇用本村妇女劳力袁每
小时付劳务费 8 元袁目前袁有十多名妇女应

聘为其打工袁 每从每天可赚取 70 元左右袁
该蔬菜基地建成后袁可雇用当地百余劳力

为其做工袁成为本村劳力一大收入来源遥

环境整治展新貌
乔寺是个 3300 口人的大村袁 以前因

无人管理袁 村子街巷里到处堆放着柴草尧
垃圾尧建筑垃圾等杂物袁散发着难闻的气

味遥今春袁在农村环境整治中袁该村首先发

动党员干部连续数天义务劳动袁把数年来

堆放在街巷里的 50 余吨垃圾彻底清理袁
聘请 6 名村民袁组建起专业清洁队袁配备

两台垃圾运送车袁定期将村里几个垃圾投

放点的垃圾进行集中处理袁保持了全村经

常性整洁卫生袁该村还在全村街巷安装上

60 盏路灯袁栽植树木花草袁美化墙壁袁统
一为各家各户接上天然气遥 今春袁又发动

村民集资 45.2 万元袁 在村北门口创建起

宽 13 米尧 高 9.5 米气势雄伟的纯石村门

牌坊一座袁成为全村标志性建筑袁使全村

外观形象大为提升遥

野烂杆村 冶变成 野小江南 冶
———横水镇乔寺村新农村建设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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